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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走访两次，灌输文物保护法知识

秦秦皇皇台台派派出出所所为为文文物物保保驾驾护护航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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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儿子出气

俩父亲大打出手

本报4月22日讯(见习记者
王宁晖 ) 自4月8日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滨城区秦皇台北
侧遗址进行发掘，至今已有半
个月的时间，随着发掘工作的
逐渐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也提
上了日程。近日，秦皇台派出
所的工作人员虚心向省文物研
究所的专家请教，学习有关文
物保护方面的知识并制定相应
的举措，每天派民警到现场走
访两次，做好文物的保护工
作。

秦皇台派出所副所长周亮

亮告诉记者，虽然现在遗址还
没有挖掘出来，但还是吸引了
很多人围观。2 2日在挖掘现
场，记者询问了一位来到遗址
的杨女士，杨女士笑着告诉记
者：“俺就是来看看挖出宝贝
来没。”

“发现遗址对咱们秦皇台
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我们每天
晚上安排民警和村民巡逻，确
保遗址不被破坏。”周亮亮告
诉记者，“我们还准备配合省
文物所的专家在发掘区域设置
防护栏及标识牌。等挖到文

物，就不能让人们随便围观
了，一是容易破坏文物，二是
等挖掘深了后容易出现坍塌等
事故，如果造成不必要的人员
伤亡就不好了。”

为了有效地对文物进行保
护，秦皇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
走入基层，向遗址附近10个村
的村民宣传文物保护知识。

“在现场参与挖掘的都是西石
村的村民，他们没有文物挖掘
这方面的经验，对文物保护的
意识也不是很强，所以我们必
须给他们灌输一些文物保护法

方面的知识。”秦皇台派出所
巡逻队队长魏廷芳告诉记者，

“在他们来之前，就跟他们说
好在这儿要文明干活、团结为
重、注意安全。特别是等到文
物挖掘出来后，发现文物一定
交给专家，不能私藏，即便一
个陶片也不能拿。”

魏廷芳还告诉记者，文物
保护宣传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儿，秦皇台派出所将坚持每
天派出民警到文物发掘现场走
访两次，与村民及时沟通交
流。

提提升升综综合合素素质质，，争争做做优优秀秀警警察察
滨州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组织开展“每月一讲”大讲堂活动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张宏洲) 20日
上午，滨州经济开发区公安分
局组织开展了第二次“每月一
讲”大讲堂活动。本次活动邀请
了齐鲁师范学院的教授李甲奎
作题为《提升综合素质适应岗
位要求》专题讲座。包括开发
区、高新区的全体民警、协勤以
及开发区有关教育单位负责人
近3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李甲奎教授长期从事教育
工作，对党的理论、领导干部素
质等问题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

多次为省内各市、区领导干部作
报告，深受广大党员干部欢迎。

讲座中，李甲奎教授首先
对管理干部综合素质的基本特
征——— 能级对称性、搭配融合
性、素质全面性进行了详尽的
分析，全面系统地讲授了公安
机关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素
质、管理岗位的素质要求和管
理理念与发展思路等主要问
题，对广大干部提升综合素质
履职尽责，树立发展思维、运用
文化手段管理队伍和大胆探索
实践领导艺术进行了详细阐

述，对于公安机关加强干部队
伍素质能力建设和发挥领导干
部才能智慧管好队伍、带领民
警履行好执法管理服务职能具
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李甲奎
教授的报告联系实际，生动活
泼，特别是对大量现实事例和
古今中外名人格言的见解与分
析阐释，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
兴趣和欢迎。

通过举办这次讲座，全体
民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和从警观念得到了有效升华。
公安分局副局长傅成松指出当

前公安工作的任务非常的繁
重，基层民警超负荷工作成为
一种常态，工作标准越来越高
已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内
部挖潜，素质强行，是队伍建设
的重要出路。无论是民警还是
协警，做到爱岗敬业，适应岗位
不足是最基本的，这也要求每
个人必须做到。同时，傅成松希
望全体民警和协勤在课后结合
李教授的授课，有所思，有所
悟，让授课成为催化剂，从自身
做起，加强学习，努力做一名优
秀的人民警察。

惠民县公安局皂户李派出所为群众办实事

帮帮220000余余名名群群众众追追回回2266万万树树苗苗款款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王

文彬 通讯员 田晓剑 ) 近
日，一面写有“破案神速 为民
解忧”的锦旗送到了惠民县公
安局皂户李派出所民警手中。
惠民警方成功为200余户群众
追回26万余元的苗木款，群众
向民警赠送锦旗以示感谢。

3月11日，皂户李派出所陆
续接到辖区20多名群众报警
称：皂户李镇某苗木门头的老
板李某欠他们的树苗款，李某
却去向不明。接到报警后，皂户
李派出所高度重视，全力展开
对案件展开调查和走访工作，

认真对报案的20余名群众做了
详细笔录。与此同时，该苗木门
头的房东丁某也报警称，好多
群众以为是他开的门头，都跟
他去要树苗款。

民警通过大量调查取证工
作发现，原来是皂户李镇的张
某与淄博周村的李某合伙租赁
了丁某的房子经营苗木生意，
该门头在今年2月底、3月初的
十几天时间里共收了200余名
群众近26万元的树苗。当时群
众只知道李某是门头的负责
人，而群众按照与李某约定时
间支取苗木款时，李某则去向

不明。部分群众无奈只好报警。
“查找张某是破案追缴苗

木款的关键。”民警根据线索很
快便找到了张某，张某称是资
金周转出现了问题，并没有不
给群众树苗款的想法。民警一
方面对所有卖给该苗木门头树
苗款的200余名群众的详细情
况进行询问登记，一方面给张
某施加压力，让他尽快筹集资
金，并与张某对账。最终，张某
筹集到了26万现金。

自4月16日上午开始，皂户
李派出所与所有涉及到的200
余名群众取得联系领取树苗

款。房东丁某特意让妻子制作
了一面“破案神速 为民解忧”
的锦旗交到了派出所民警手
中。“感谢你们迅速破案，要不
然群众还以为我们开门头骗
人，是你们给俺们家洗清了冤
屈。”丁某的妻子对派出所所长
王祖兵说。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以来，惠民县公安局
坚持“想群众所想，做群众所
需”的警务理念，以开展活动促
工作，切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

民警对村民进行文物保护教育。 本报见习记者 于雪莹 摄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袁红梅 ) 19日中
午，邹平县焦桥中学学生林某与
陆某因纠纷打架，学校通知家长
到学校处理事情。但双方家长到
学校后，看到各自儿子后觉得受
欺负了，按耐不住心中怒火大打
出手。

焦桥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将学生和家长带回所里，详细了
解情况得知，两名学生因一点琐
事斗殴，被学校发现了，双方父亲
接到通知后赶到学校，看到自己
的孩子被打了，两个父亲又打上
了。民警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便开
始了调解工作，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时间才说服了两名父亲，最后
两人握手言和。

无棣公安刑侦大队

破获猥亵妇女案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邓涛) 17日，无棣
县王某报案称，一男子酒后驾摩
托车窜至她家中强制猥亵，因其
极力反抗致使作案人仓皇逃走。

刑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调查，
围绕作案人身份重点进行摸排走
访，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资料，确定
了作案人的来去路线。经侦查人员
不懈努力和紧锣密鼓的工作，作案
人的身份得以迅速确定。侦查人员
立即行动，于当日夜晚将作案人张
某抓获归案，依法将涉嫌强制猥亵
罪的张某刑事拘留。

突查屠宰销售市场

保障人民食用安全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王忠才
通讯员 王学飞) 4月7日-13

日，邹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县
经信局组成检查组对县城生猪屠
宰销售市场进行了突击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有些商户不顾
卫生检疫等相关要求，私进猪肉
或私宰生猪且蛮不讲理的经营
户，民警积极配合检查组对其宣
传政策，促使其改变认识，接受处
理；对无理取闹或甚至拒不配合
的“钉子户”，在宣讲法律法规同
时，维护现场执法，及时制止事
端，使得检查整治活动取得较好
效果。

行动期间，检查组共检查屠
宰销售场所23处，收缴未检验猪
肉300余公斤及相关屠宰工具一
宗，有效维护了猪肉市场秩序稳
定，保障了广大群众身体健康。

走进特巡警支队

学习勇敢坚韧

19日上午，滨州实验学校小
学部2012级四班家委会组织54名
学生到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参
观。小学生们观看了特巡警队员
们的擒拿术、匕首操、攀越障碍、
机器人排爆等演练项目，还到射
击馆观看了特巡警队员的射击表
演。学生们对于本次活动充满了
热情和惊奇，表示要以特巡警队
员为榜样，学习他们的勇敢坚韧。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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